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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诗/ 绪/ 纷/ 飞城/ 市/ 漫/ 记

“老板，二两小面！”每天清晨，重庆人
的生活就从这一碗小面开始，重庆人的味
蕾也在小面的油泼辣子香里缓缓苏醒。

说起重庆美食，火锅可谓家喻户晓。
一锅沸沸扬扬的红汤里，调教出麻辣鲜
香，足够豪爽，足够火辣，激活你所有味蕾
细胞。无疑，这火锅就像重庆崽儿一样的
耿直爽快。然而，重庆小面却如同这座城
市的小家碧玉，犹带一丝养在深闺里的含
蓄羞涩。可这小面却是重庆的人间烟火，
最是那寻常巷陌的百姓人家不可或缺的
家乡味道。

重庆人对这一碗小面的真爱情有独
钟。如今，重庆小面的发展颇有特色，每
一碗不同风格的小面，集聚了师傅对小面
味道独具匠心的诠释；每一种经营模式又
体现出老板的睿智创新。

无论走进哪一家小面馆，墙上都会贴
有各种小面的名称和价格：麻辣小面、
红烧牛肉、肥肠、鸡杂、猪肝、酸菜肉丝
……品种繁多，让人眼花缭乱。厨房里的
掌勺人此时正忙得不亦乐乎。一口锅里
沸水翻滚，师傅面前一字摆开着各种调
料：姜、蒜、葱花、榨菜粒儿、酱油、油辣子、
花椒粉、芝麻、香油、香菜……只见师傅怀
抱三四个碗，动作娴熟、将调料放进每个
碗里。再等小面挑进碗，根据顾客口味，
舀进私家秘制的配菜，一碗重庆小面就呈
上来了。重庆人知道，一碗小面是各种调

料味道的相濡以沫，精华就浓缩在小面的
汤汁里了。

重庆小面馆藏在街头巷尾，毫不起眼
的地方，没有华丽优雅的气质，只能窥见
其玲珑小巧。这样一方小小天地，却是面
馆老板几十年用心经营，才终于获得一致
推崇的好口碑。重庆本土人总津津乐道：
板凳面，店面小得可怜，常常可见面馆外
一排顾客，坐在小板凳上，对着面前高板
凳上的一碗小面兴致盎然；开半天猪耳朵
面，以“小面”起家，“猪耳朵”是招牌，猪耳
朵薄嫩脆爽。一盘卤猪耳朵，一碗小面，
曾有一段时间，开半天猪耳朵面老板确实
只经营半天，后来因为顾客太多才改变了
营销方式。盅盅面的老板又巧妙运用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每家每户惯用的搪瓷盅
为道具。盛面用白色大瓷盅，盛豆浆、盛
茶水则用白色、军绿色的小瓷盅。瓷盅上
还会写上重庆的方言：巴适得板（味道好
极了）、幺不倒台（得意洋洋）、勒有啥子嘛
（没有什么）……手捧这样一碗小面，散发
出的家乡味道，会让乡愁和怀旧在唇齿之
间发酵。

早晨，重庆人习惯于坐在面馆享受一
碗小面。某日我走进面馆，叫上了二两牛
肉小面。“老板，我刚刚在这里吃面，身份
证放桌上，忘记拿走了……”一位中年男
子急匆匆走进来。老板正在喂女儿吃
面。“身份证，我捡倒的……”一旁的服务

员立刻转身拿出身份证还给男子。“谢谢，
真是太感谢了！”男子拿出手机，扫描柜台
二维码，说：“老板，为了感谢，我发一个红
包给你！”老板一听急了，站起身，忙说：

“这个啷个（怎么）得行呢？本来就是我们
该做的，你太客气了！”一阵推让后，老板
终是没有接受这样的谢意，中年男子离开
了。不料过了几分钟，那个男子又回到面
馆，手里拿着两瓶牛奶，满脸诚意：“我给
小孩子买了两瓶牛奶，这个你就不要再客
气了哈！”于是，男子把牛奶递给老板的女
儿。老板连声说：“谢谢，现在是我感谢你
啰！”两人相互道谢后，面馆安静了下来。
我品尝着这碗色香味俱全的小面，心里想
到：重庆人朴实耿直，在平凡的日子里总
能透出骨子里的善良。或许，我们曾踏遍
千山万水，寻找世间的美好。正如《风味
人间》所说：“寻味半生，归来才知，人间至
味在身边。”

近日，朋友在圈里发了一条视频，写
道：越来越爱这座城市，啷个办（怎么
办）？我赶紧回复：“那就爱吧，爱得地老
天荒，爱得如痴如醉！”爱这座城的大气磅
礴，爱这座城的火热泼辣，也爱这座城的
一碗重庆小面。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买来五彩线，穿上花针眼，
比着尺码做鞋样，想起阿哥心头暖。
先绣红鸳鸯，再绣并蒂莲，
一针一线情相牵，
千针万针，万针千针，爱你万万千。

阿哥守边关，收到花鞋垫，
手摸信物泪流淌，垫在脚下全身暖。
头枕边关月，梦里常相见，
一声一声把你唤，
千山万水，万水千山，爱你千千万。

阿哥保家卫国护平安，
阿妹孝老爱亲守家园。
哥哥心中有朵美丽的花，
名叫并蒂莲！
妹妹眷念那朵芬芳的花，
名叫并蒂莲！

(作者单位：梁平区融媒体中心）

秋天，风凉，比回忆凉
挽成发髻的夏天
轻轻放下来。轻，正好可以读诗

读到“想吃妈妈做的韭菜盒子……”
顿时，风扑了过来

我交出泪水
还是交出空空的躯壳
像步行街，飘满广告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十六字令·秋咏

秋，岁华过半何须惆。天法道，老骥志
如旧。

秋，草木摇落叶飘游。风萧瑟，更显松
清幽。

秋，万木霜天千峰秀。红烂漫，品格长
坚守。

秋，心系苍生孺子牛。壮心在，追梦终
成就。

秋，硕果累累挂枝头。百姓喜，普天庆
丰收。

沁园春·秋思

岁月悠悠，星移斗转，落叶知秋。看江
山万里，层林尽染；枫叶红透，雾霭岚流。
秋景如画，秋思似酒，肠断情浓难回首。旧
中国，见山河破碎，黎民深仇！

倭寇践踏中华，致生灵涂炭苦无头。
伟人毛泽东，唤起工农；挥斥方遒，摧枯拉
朽。沧海桑田，生民获救，华夏新颜竞自
由。看今朝，庆百年华诞，初心坚守。

村里的阿婆们，喜欢在自家地里种
瓜，南瓜、西瓜、冬瓜、苦瓜、黄瓜……似乎
只要是瓜，她们都喜欢种。她们会把最大
最好的瓜留在藤上。直等到藤枯，瓜自动
脱落，才抱回家。阿婆们说这种“瓜熟蒂落”
的瓜，里面的籽最适合做种子。到了明年，
这种子再种到地里，就能长出更大更好的
瓜来。

阿婆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小伙伴都
静静地听，静静地看。当然，我们听的，是
她们种瓜的经验。我们看的是那些瓜籽
被阿婆们从瓜囊里抓出来，摊晒在阳光
下，黄灿灿的，发出一种诱人的清香味。
我们等阿婆转过身去，奇快地抓起一把瓜
籽，飞跑开去。我们不仅要偷阿婆们的
瓜，也要偷她留到明年做种的籽。这籽比
瓜还要好吃，放在嘴里咬开后，满嘴都是
清香味，回味无穷。阿婆们常常会拿着响
蒿，在身后追骂：“这些背时的挨刀的，又
偷我的瓜籽，这是我留着明年下种的，我
要去告你们的状……”阿婆们骂归骂，可
真正告状的，却没有几个。这造成了我们
胆子变得更大，就跑到别人地里专门去偷
瓜籽。我们挑选好一个最大最好的瓜，翻
个个，从背面划开一个洞，手伸进洞里，把
里面的瓜籽掏出来，再用一些泥土装进
去，把有洞的那面放在地上，做成完好无
缺的样子。

阿婆到菜园里摘菜，一般只看瓜在不
在，如果瓜在，就松了口气。如果瓜不在
了，就会追究起来，有较真的阿婆真的会
追查到“做案”人的身上。通常不是被竹
条子猛抽一顿，就是赔偿一个更好的瓜给
她。但是像我们那样只偷瓜籽不偷瓜的
小贼，阿婆却没有任何办法。到“瓜熟蒂
落”之际，她兴高彩烈地抱起自己的瓜，结
果一碰，那瓜烂了。再一看，里面全是泥
沙。以为是被虫或者蚂蚁给吃了。嘴里
骂咧几句，也就不了了之。但是这种案子
做得多了，自己就心虚起来。害怕有一天
别的小伙伴也这样对待自家的瓜，渐渐
的，也就没有人这样做了。

我们不满足看别人种瓜，也不满足去
偷瓜籽。小伙伴把种瓜和偷瓜的过程，编
成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无论多少人都可

以参与，既有趣，又非常的搞笑。
每天傍晚吃过饭后，我家屋后的球场

就成了小伙伴们的天下。村里的孩子全
部聚集在这里玩。大的孩子斗鸡、战城、
捡子、丢沙包、骑高脚马。小的孩子玩过
家家、扇三角板、种瓜等游戏。其中最喜
欢的就是《种瓜》。我们挑选一个人出来
当小偷，做坏人。再挑选一个人出来当农
夫。其他的小孩子全部扮演瓜。

农夫先是冒着烈阳上山去挖土、打
窝、丢种子、浇水、施肥、扯草、观看瓜的长
势、等瓜长大。而扮演瓜的孩子们则随着
农夫的流程，而变化着自己的动作。农夫
找一块木板，装成挖土的样子，弯着腰，身
子随着挖的动作一起一伏的。孩子们的
手，会随着每一锄头的落下，手掌慢慢打
开，变成一块平坦的土地。在打窝时，又
将手掌稍微合拢起来，随着瓜的长势，做
成发芽、长叶、牵藤、打花苞、开花、结果等
动作。随瓜大小，两只手臂就在胸前从一
个小小的瓜，渐渐变成了一个圆形形状。
代表瓜熟了。

当然，在农夫种瓜劳作之时，小偷则
装着路过的样子，上前问，你家种什么瓜
啊？农夫说种南瓜、西瓜。小偷点点头
说，可以可以。然后走了。瓜开始结果，
农夫一边给瓜浇水一边偷着乐。小偷又
去了，故意说你家的瓜长势还好呢！农
夫说，就是挑水挑得辛苦啊。小偷说，辛
苦一点怕什么呢，马上就丰收了。你忙
着吧，忙着吧！小偷走后，农夫却疑惑地
嘀咕，这是什么人啊？怎么老是来看我
种瓜？哼，不对，难道是小偷不成。他想
来偷我的瓜。农夫心里产生了怀疑，便开
始搭建瓜棚，开始了守瓜。

瓜熟了。小偷在经过一番装扮之后，
粉墨登场了。有的小偷演得非常好，躬着
身子，左看右看，小心翼翼，一步一打望。
常常刚一出现，就惹得全场大笑。便连那
些瓜们，也都笑起东倒西歪，瓜不成瓜了。

而最搞笑的也是在小偷偷瓜的这一
节。小偷走到瓜中间，左看右看，看哪个
瓜成熟一点，然后准备将这个瓜偷走时，
农夫突然从瓜棚里冲了出来，跳着脚去
追，学着阿婆们的样子，边打着响蒿边

骂。小偷仓惶间便逃。农夫有时候没有
追上，瓜就被小偷偷走了；追上了，农夫就
骂骂咧咧把瓜抱回了家。当然，在农夫与
小偷追抢瓜的时候，也有那极有主见的
瓜，不肯回到农夫身边，随着小偷跑了。
剧情演到这里时，常常会惹得旁观者一阵
哄笑。于是，搞怪的瓜越来越多，有不愿
意跟小偷走的，和小偷对抗起来；也有愿
意跟小偷走的，和农夫躲迷藏……直到农
夫的瓜，被偷得一个不剩，农夫绝望地往
地下一坐，乱蹬着双腿，抹着眼泪一阵假
哭，宣告完结。

我们乐此不疲在这种极为简单而快
乐的游戏之中。直到天黑透了，农夫都看
不见瓜在哪里了，也看不清楚是开花还是
结果了。才意犹未尽回家去。

在没有玩具的年代，偷瓜与其说是游
戏，不如说是一场孩子们的大剧。通过剧
情的表演，让孩子们感受劳动的过程。这
种过程不仅带着一种生活的智慧，更是一
种生活的传承。在体验中，学会劳作；在
扮演瓜农中感受劳动的艰辛；在观看偷瓜
的过程中，能分辨谁是谁非。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今夜的酒
不对夜负责
你言不由衷地打开回忆
那些回忆没有地址
没有名字，甚至
没有呼吸

今夜的酒
饮下了我和你
月高，却不照向我
风急，却不吹向你
最后，你成了那月
我，只好成为那风

偶遇

我喜欢遇见不确定性
那是计划之外的意外

在山城巷的石阶前
我遇见了我的意外
曾经十次见面，九次
不敢抬头去看的意外

我比太阳早一步红了脸
没有你好，也没有再见
我们都不爱说话
任凭巷子的风交换秘密
（作者系中国电力作家协会会员，就职

于重庆市北供电公司）

爱一碗小面
林夕

种瓜与游戏 舒舒

秋日诗情
（二首） 姚代云

夜饮
（外一首）

钟雪

秋天的
回忆

王景云

并蒂莲
（歌词）

李玮


